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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由於近幾年來銀行業競爭激烈，且追求股東最大利益為業者的經營使命，

因此，具利潤的業務常立即成為所有銀行一窩蜂搶進的目標，卻也衍生出

如 2006 年雙卡風暴，影響許多民生相關產業，更嚴重影響了經濟成長。



故引起本研究欲探討占國銀放款比重近五成的企業放款與經濟成長間是否

會相互影響之動機。 本研究選擇「電子產業」與「交通產業」為研究對

象，採用「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等方法來探討銀行企業放款與經濟成

長率之間相關性及相互影響程度，並觀察「利率」、「狹義貨幣供給

額」、「固定資本形成」、「進出口餘額」四項因素是否干擾銀行企業放

款與經濟成長率。研究結果並將提供給政府相關單位及銀行業者參考。 

本研究獲致下列結論及發現： 一、僅「交通產業放款成長率」單向影響

「交通產業產值成長率」，以及「總體經濟成長率」單向影響「電子業放

款成長率」，但其餘相互間並不具影響性。 二、「銀行放款」與「經濟

成長率」間之關係受產業特性影響很大，就交通產業觀之，在大量投資

時，二者會成負向關係。 三、經濟變數如「利率」、「固定資產形成」

會再干擾「企業放款」與「經濟成長率」之關係。亦即企業是否借款再投

資，利率之影響大於景氣因素。   本研究產業類別係以依行政院主計

處「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七版為依據。有關「交通產業」摘取「運

輸、倉儲及通信」業為代表；「電子產業」則摘取與電子產業較相關之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電

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製造修配業」之合計數為代

表。 由於研究受產業別限制，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對不同產業再進行後

續實證研究。  

摘要

(英)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intensive competition and the pursuit of 

stockholders’ highest benefit, bank excuitives are very keen on the business 

domains which purely bear attractive earnings. However, the activites of certain 

business have caused some serious troubles in terms of credit card and cash card 

business. The impacts are not only negative on the main industrie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but also seriously on the economic growth. These subjects 

promote this study to probe the topic on “The effect between corporate loans and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growth.” This study selects “Electric 

industry” an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s the targets of research. “Unit Root 

Tests”, “Granger Test”,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re the tools of 

analysi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observe four variables: “Rate”, “M1B“,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and “Balance on Goods” to see if any influence 

exist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loans and the growth rate of GDP. 

Three conclusions and discoveries have been reached as follows: (1)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growth rate” influences “Transportation GDP growth 

rate”, and “Overall GDP growth rate” influences “Electric industry loans 

growth rate”. Otherwise, there is no correlativity existed among the else factors. 

(2) In terms of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 loans” 

and “GDP growth rate” was impacted by the character of industry, especially 

when in case of significantly to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facto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ectors will be negative. (3)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Rate”, and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and “Balance on Goods” will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loans” and “GDP growth rate”. It reveals 

“Rate” have more influence than “economic situation” on will of industry to 

reinvest by borrowing from banks. The classification for industries of this study is 



referring to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7th edition, issued by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GBAS) of Executive 

Yuan. Choose “Transportation, Storage and Communication” as patterns of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nd in terms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Manufacturing and Repairing”,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and Audio and 

Video Electronic Products Manufacturing”, “ Electronic Parts and Components 

Manufacturing”, and “ Electrical Machinery, Supplies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Repairing” represent the “Electric industry”. Limited by the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different industries studies can be 

done in the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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